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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推行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之

節能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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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醫院能源使用流向

依經濟部能源局「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」

醫院能源使用包括電力、燃料油、液化石油氣、天

然氣、汽油及柴油等6 類能源 (如圖1)，能源使用

量逐年增加，且能源流向以電力使用為最大宗 (占

92.0%)，其中據年報資料統計 (如圖2)，電力流向又

以空調設備為最大 (占49.0%)，其次為照明設備用電

(占19.9%)，顯示空調及照明設備使用率高，也是電

力使用最多的設備，而且在重視高層次生活品質及醫

療品質的客觀條件下，醫院已不只提供醫療服務，還

需提供舒適養病環境及便利的生活機能，所以除需具

備高超醫療技術、先進儀器設備，尚需有高級化居家

空間、便利購物中心及各項自動化生活設備，因此能

源耗用不斷上升。

二、醫院節能潛力推估

依經濟部能源局「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」

統計醫院大用戶申報之電力、燃料油…等節能率如圖

3，總平均節能率1.3%。又以經濟部能源局「醫院節

約能源技術手冊」91 年現場能源查核輔導發掘之節能

潛力最高約有20 %，扣除年報93~102 年累計申報之

實際節能率12.3%，尚有7.7%之節能潛力，顯見醫

院能源用戶在節約能源或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方面仍有

提升空間，若是能透過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

建立能源之系統化管理程序，藉由規劃 (Plan)、執行

(Do)、檢查 (Check)、行動 (Action)管理循環模式不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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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103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，本會整理

圖1……96~102年醫院能源使用趨勢及流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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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進修正，以在保有醫療舒適品質下，仍能達到節能

績效持續改善之目的。

資料來源：103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，本

會整理

圖3……96~102年醫院能源查核申報之節能率統計圖

三、醫院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推廣成效

經濟部能源局推動「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推廣

輔導計畫」，100~103 年共輔導52 家服務業通過 ISO 

50001 能源管理系統驗證，其中已有15 家醫院受輔

導能源用戶 (占29%)透過能源管理系統之建置與運

行，持續改善組織之能源績效。以下針對「節能類別」

及「節能方法」分析醫院推動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

統成效：

(1)醫院節能類別分析

依節能類別分析醫院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受輔

導能源用戶的節能改善行動計畫如表1 所示，顯示其

節能改善行動計畫的節能類別以照明58 項 (63.0%)為

最多，節能量591 公秉油當量占總節能量之23.7%，

其次為空調類別18 項 (19.6%)，節能量則約占總節能

量之59.2%，顯示能源使用較多的地方，節能潛力也

相對較大。

在節能類別 /措施的選擇上通常以單位節能量之投

資成本作為考量項目之一，以歷年 ISO 50001 輔導案

例來看，鍋爐之單位節能量投資成本 (1.1 萬元 /公秉

油當量 )最低，其次為照明 (1.9 萬 /公秉油當量 )及空

調 (3.6 萬元 /公秉油當量 )，對應空調與照明設備之相

對較大節能潛力來看，顯示節能措施與其初期投資成

本存在障礙關係。

(2)醫院節能方法分析

依節能方法分析醫院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受輔

導能源用戶的節能改善行動計畫表2 所示，顯示其節

能方法以「汰舊換新」為最多，共45 項 (48.9%)，節

能效益為1,646 公秉油當量，占總節能量之68.3%，

其次為「設備改善」30 項 (32.6%)，其節能效益為577 

公秉油當量 (23.9%)，「能源管理」13 項 (14.1%)，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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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103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，本會整理

圖2……96~102年醫院電力使用流向分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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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效益為17 公秉油當量 (0.7%)。

在節能方法的選擇上通常以單位節能量之投資成本

作為考量項目之一，以歷年 ISO 50001 輔導案例來

看，以「新設或增設」單位節能量投資成本 (1.0 萬元

/公秉油當量 )最低，其次為「能源管理」(1.5 萬 /公秉

油當量 )、「設備改善」(2.3 萬元 /公秉油當量 ) 及「汰

舊換新」(4.2 萬元 /公秉油當量 )，顯示設備在「汰舊

換新」前，可考慮先行以「新設或增設」輔助既有設

備之不足處、以「能源管理」讓能源達到使用合理化，

及以「設備改善」控制供應端的合理性等方式讓能源

使用更有效率，如仍無法達到預期，則進行設備汰舊

換新。另外在設備汰舊換新後，透過運行能源管理系

統訂定並遵循正確操作、定期維護保養與量測耗能變

數等，以確保設備維持在最佳運轉效率。

表1……100~103年醫院節能改善行動計畫之節能類別分析

節能類別
提案 節電量 節油量 節氣量 總節能量 單位節能投資成本

(件) (千度) (公秉) (千立方公尺) (公秉油當量) (萬元/ 公秉油當量)

空調 18 6,411 -- -- 1,475 3.6

空壓 2 51 -- -- 12 17.4

照明 58 2,570 -- -- 591 1.9

電力系統 4 129 -- -- 30 68.1

蒸汽系統 1 -- 14 -- 14 9.0

鍋爐 6 -- 68 332 367 1.1

其它 3 17 -- -- 4 15.1

總計 92 9,178 81 332 2,493 --

表2……100~103年醫院節能改善行動計畫效益之節能方法分析

節能方法
提案 節能量 投資經費 單位節能投資成本

(件) (公秉油當量/年) (萬元) (萬元/ 公秉油當量)

汰舊換新 45 1,646 6,903 4.2

設備改善 30 577 1,339 2.3

能源管理 13 17 25 1.5

新設或增設 1 61 59 1.0

其他節能措施 3 110 918 8.4

合計 92 2,410 9,244 --

四、結語

依醫院節能輔導案例及申報之節能率統計顯示，初

估醫院仍有 7.7%之節能空間，若能透過導入 ISO 

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建立能源之系統化管理程序，藉

由PDCA模式不斷改進修正，以在保有醫療舒適品質

下，仍能達到節能績效持續改善之目的。惟導入 ISO 

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建置能源之系統化管理後，要能

成功長久持續運行，須有賴高階管理階層承諾及組織

全員動員，高階管理階層透過訂定能源政策宣示達成

能源績效改善之承諾與決心，並提供所需人力、財

力、物力資源以達到所訂之能源目標；而企業透過不

同方式宣傳能源教育，增強全員節能意識及專業操

作，全員動員齊心為達能源目標，找尋並施行可達成

能源目標之能源行動計畫，並透過定期稽核與管理階

層審查定期產出下一期目標，以達能源績效持續改善

之承諾與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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